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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2                               证券简称：今天国际                          公告编号：2017-019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16年12月31日股本总数8,4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今天国际 股票代码 3005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永清 杨金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10

楼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10

楼 

传真 0755-25161166 0755-25161166 

电话 0755-82684590 0755-82684590 

电子信箱 zhyq@nti56.com yjp@nti5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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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生产制造、流通配送企业提供自动化生产线及物流

系统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设备定制、电控系统开发、现场安装调试、客户培训和售后服务等一体化业务，使

客户实现产品生产、物料出入库、存储、搬运输送、分拣与拣选、配送等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提升管理水平，为企业实现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智慧物流和智能制造系统通常由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仓库系统、自动化搬运与输送系统、自动化分拣与拣选系统及其

电气控制和信息管理系统等部分组成。自动化生产线主要是各类专机生产设备和生产管理系统；自动化仓库系统主要包括货

架、堆垛机以及密集存储的自动子母车等自动化存储设备；自动化搬运与输送系统主要包括各式输送机、无人搬运小车、轨

道穿梭车、机器人和其它自动搬运设备；自动化分拣与拣选系统主要包括各类自动化分拣设备、手持终端拣选和电子标签拣

选等。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物流管理软件、仓库管理软件、仓库控制软件、智能分拣和拣选软件等。 

随着人力成本增加和土地资源缺乏以及企业信息化管理需求的上升，企业日益需要更为快捷、精准、有效的生产和物流

系统，高效快捷的生产和物流系统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自动化生产线和自动化物流系统可以减少人力及人员作

业强度、提高效率和良品率、节约仓库占地面积、减少物流配送过程中的破损，其信息管理系统实时监控生产和物流作业过

程并与企业其他管理系统无缝对接，系统之间自动进行信息接收与传递，使企业实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一体化，提升企

业信息化管理水平。同时，自动化物流系统还能提高企业仓储管理能力和物流输送效率，保证物流输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和配送效率。公司产品已应用于烟草、新能源、冷链、石化、日化、医药保健品、高铁、机场、航空军

工、电力、家具、连锁零售、电子以及食品饮料等众多行业，发展潜力和市场规模较大，应用前景广阔。 

公司产品近两年收入如下：                                                                     单位： 元 

分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智慧物流系统    334,143,127.73  83.82%      326,468,159.11  64.36% 2.35% 

智能制造系统      63,338,679.49  15.89%      179,754,239.31  35.44% -64.76% 

投资性房地产       1,155,724.72  0.29%        1,020,072.00  0.20% 13.30% 

营业收入合计     398,637,531.94  100.00%      507,242,470.42  100.00% -21.41% 

 

二、报告期业务订单情况 

根据本行业的特性，公司业绩主要受项目订单取得和执行情况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应用行业 2016 年新增订单（含税） 2016 年完成订单（不含税） 尚未确认收入订单（含税） 

1 烟草 37,365.60 27,652.01 65,801.92 

2 新能源 15,294.94 7,123.05 10,254.99 

3 粮油食品 1,889.56 914.47 1,889.56 

4 家具 1,788.00 -- 1,788.00 

5 日用化工 1,696.00 -- 1,696.00 

6 高铁 1,498.00 -- 1,498.00 

7 医药保健品 1,115.42 -- 1,1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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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航空 598.56 1,425.46 -- 

9 军工 -- 1,106.90 -- 

10 电力 24.20 852.99 24.20 

11 电子商务 -- 194.64 -- 

12 政府部门 -- 594.24 -- 

13 电子 -- -- 3,100.00 

14 石油石化 -- -- 2,091.05 

15 合计 61,270.28 39,863.76 89,259.14 

 

 

三、行业发展前景 

伴随着我国土地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双攀升，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入，自动化、智能化物流技术装备越来越

多地在企业得到应用。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推动下，企业对智能制造的探索热情高涨，而物流系统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部分，

连接制造端和客户端，因此项目需求不断涌现。此外，政府推动的现代流通产业发展与内贸流通体系建设也将引领产业的投

资方向。在政策促进与市场带动下，智能物流装备行业将保持较快增长。据有关机构分析，2020年中国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市

场规模将接近1400亿元，年均复合增速在20%以上。这无疑为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及智能物流装备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自动化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在自动化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

设备定制、电控系统开发、现场安装调试、客户培训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凭借在自动化物流系统领域综合

实力的不断提升，公司获邀成为全国烟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物流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参与制订了烟草行业一系列物流标准，

推动了该领域的物流标准化和考核指标建设。 

公司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目前已完成或正在实施一系列规模大、复杂程度高、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自动化物流系统项目，如锂电池成产自动检测及高温存储系统项目、华美冷库库架一体式冷库物流系统工程项目、广东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生产基地异地技术改造项目、江苏烟草商业系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98,637,531.94 507,242,470.42 -21.41% 491,914,48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640,292.85 62,302,752.07 -12.30% 73,826,03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331,187.42 59,658,962.23 -17.31% 68,021,90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9,029.33 9,523,483.28 -116.27% -49,595,04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99 -21.21% 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99 -21.21%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8% 17.73% -6.75% 24.1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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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160,780,992.99 797,506,743.43 45.55% 804,394,94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2,309,459.04 367,129,250.80 99.47% 335,945,425.7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9,301,829.70 115,810,608.91 82,999,701.14 140,525,39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65,132.90 26,102,000.74 5,561,030.73 17,512,12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67,979.91 24,357,602.87 5,034,648.90 15,370,95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0,586.04 -11,858,209.40 -6,427,924.42 30,807,690.5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59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76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邵健伟 境内自然人 46.98% 39,463,700 39,463,700   

邵健锋 境内自然人 6.29% 5,285,600 5,285,600 质押 1,036,500 

陈伟国 境内自然人 4.72% 3,964,200 3,964,200 质押 3,964,200 

皖江（芜湖）物

流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3,000,000 3,000,000   

深圳市华锐丰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5% 2,642,800 2,642,800   

深圳市盛桥创

源投资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 1,800,000 1,8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核心资

源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9% 1,507,760 0   

颜明霞 境内自然人 1.79% 1,500,000 1,500,000 质押 1,500,000 

陈锦棣 境内自然人 1.38% 1,162,800 1,162,800   

深圳市新智丰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1,141,700 1,141,700 质押 62,800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邵健伟与邵健锋为兄弟关系；深圳市华锐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邵健伟控制之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管理层围绕既定战略和经营计划，顺应“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需要，积极布局智慧物流系统和智能制造系统，多

行业拓展业务。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加大研发力度，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增强业务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金额61,270.28万元,同比增长34.81%；实现营业收入39,863.75万元，同比下降21.41%，实现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64.03万元，同比下降12.30%；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33.40万元，同比下降17.31%。 

（一）公司业务拓展行业领域有了进一步拓宽，业务行业领域更加丰富。 

1、烟草行业领域实现新增业务订单和实现收入双增长。 

报告期烟草行业领域实现订单金额37,365.60万元，同比增长6.67%；实现营业收入27,652.01万元，同比增长56.66%。

安徽中烟、陕西中烟、江西中烟、广西中烟等实现持续销售；浙江中烟、河北白沙烟草等实现首次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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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能源（主要是动力锂电池）实现新增订单增长。 

报告期公司在新能源行业领域继续加大拓展力度，新增订单金额15,294.94万元，同比增长120.56%。新增项目最终用户

为河北银隆、中天储能、亿纬锂能、微宏动力等行业优质客户，同时宁德时代新能源实现持续销售，公司在新能源行业领域

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3、实现高铁、航空军工、日化等行业的突破。 

报告期公司获得最终用户为株洲南车时代、昌河飞机、广州立白等公司订单，公司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 

（二）构建机器人技术平台和软件技术平台，布局技术发展双引擎。 

1、设立机器人子公司，构建机器人技术平台。 

报告期公司设立今天国际机器人子公司，主要负责机器人应用研发、生产和销售。机器人子公司已经开展智能拣选机器

人技术、打磨机器人技术、AGV智能搬运小车技术、锂电池多级分拣成套装备技术、堆垛机核心驱动和控制系统技术、高频

率移动拣选系统技术的研发，为公司保持技术优势和业务发展打下基础。 

2、软件子公司加大研发力度，产品逐步丰富。 

软件子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完善和丰富智能软件产品线。目前正在研发的3D虚拟监控系统技术、设备运行数据采

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技术、智能物流管控运行平台系统软件LMEP技术将丰富公司的软件产品线，满足客户的潜在需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工业生产物流系

统 
338,345,066.17 223,931,375.60 33.82% -19.05% -26.24% 6.45% 

商业配送物流系

统 
11,620,079.24 5,502,852.90 52.64% -64.03% -77.10% 27.03% 

运营维护（售后

服务） 
44,496,388.31 18,835,564.01 57.67% -13.62% -19.75% 3.2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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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根据该规定：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

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596,138.44

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596,138.44元；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

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调增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36,570,853.88

元，调减应交税费期末余额36,570,853.88元。 

（4）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

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比

较数据不予调整。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205,694.02元，调增应交税费期末余额205,694.02元。 

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损益、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只是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印花税等从“管理费用”科目调整至“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将已确认收入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

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科目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以及将期末“应交税费”的借方余额调整

至“其他流动资产”。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今天国际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深圳市今天国际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系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00元。公司主要从事物流技术、电子商务技术开发；自动化生产、物流系统及设备的

设计、销售、安装、调试、项目管理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流供应链规划与

设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脑软硬件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业机器人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公司自深圳市今天国际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设立之日起新增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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